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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的中國，性已成為大眾

生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報攤小

報的封面女郎性感而艷麗；霓虹燈

下廣告牌上的青春妙女有的含情脈

脈地注視V你，有的則大膽而潑辣

地盯V你。埃文斯（Harriet Evans）就

從這e開始分析、闡述中國女性和

女性的性發展。她先描繪了一幅在

中國隨手可得的、生動張揚的性畫

面，繼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熱得不

能再熱的性文化的點點滴滴。我

想，生在中國的人和那些到中國訪

問的華僑、西方人都不得不正視這

樣的事實：如今中國的性文化的興

起與熱烈確是今非昔比。

那麼，我們是如何進入現在瀰

漫在大街小巷的「性泛濫」的時空中

的呢？社會主義的中國清教徒式的

說教，以及人們禁錮了幾十年的所

謂褲帶之下的話題，是如何掙扎出

腰帶緊紮而變成堂堂正正的話題的

呢？一個曾經天天講意識形態的社

會，一個在階級鬥爭這條軌道上執

V地行走了很久的國度，是怎樣掙

脫了沉重的枷鎖，而開始審視自

己，把自己的利益看成高於他人的

利益、國家的利益呢？里比多是怎

樣衝出「自我」和「超我」的束縛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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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沸騰起來的呢？是世紀的不安、

急躁與困惑？是對過去的不滿和怨

恨的爆發？是物極必反？還是春風

吹又生的跳躍不安的里比多按捺不

住，登上了中國社會舞台並開始唱

起了主角？

人對自己的反思、對自己利益

的關注與認識，免不了要從自己的

感官世界開始，從自己的身體力行

開始。歐洲文藝復興就體現了這樣

一個歷程。在中世紀，「神」的觀念

佔據了人們的思維，這是個神存在

的世紀；而文藝復興，始自人們對

自身的關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人和「神」之間的永恆戰爭也有充分

的表演。絕對理性的境界充滿了謊

言，而這種境界終會幻滅。正如

美國總統林肯所說：謊言可以欺

騙一些人，但不能欺騙所有人。

謊言可以猖狂一時，但不能猖狂

永遠。

於是，在對「人」的思考變成人

們的第一思考的時候，國人開始忙

活於一代人以前被視為「可恥」的

事情：享受生活、享受現在。而食

和性是享受生活的一個標誌，是

感官最好的滿足，同時也是最直

接的自我表現方式。我們不得不

在90年代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停下

來思考和回顧這個驚人的變化，而

埃文斯關於中國女性和女性性意

識的過去和現在的作品出現得正是

時候。

中國已經從性壓抑進入到性開

放時代，女性是這場歷史變革中的

主角嗎？性開放是婦女解放的表現

和結果嗎？女性是性開放的代名詞

嗎？性的意識和畫面總是以展示和

透露女性的美和性感為基調，這是

女性性欲的自然外露，還是男性性

欲的強烈要求？這些都是埃文斯關

注的問題。這部1996年出版的作品

現在讀起來之所以還有滋有味，就

在於她從歷史和現實的觀點來探索

這些問題並尋求答案。目前中國的

性和性學的發展，簡言之：就性醫

學而言是不講「廉恥」，在性娛樂方

面是「一絲不掛」。然而，中國的性

理論研究，尤其是女性的研究如對

女性的性研究，可以說仍是未開墾

的處女地。這也恰恰應了歌德所說

的，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樹

常青。

50年代到90年代　
中國社會的性觀念

提起50年代，我們想起了純潔

的少女，潔白無瑕。由於新中國的

建立以及人們對共產黨的無限摯愛

與熱情，使得50年代看起來似乎與

性毫無關聯。難道50年代真是「非

性」的年代嗎？埃文斯認為非也。

50年代共產黨對性滿懷關注並建立

了一系列關於性事的法規，《婚姻

法》的產生就是一種對性的規定和限

制。一夫一妻制第一次成為中國歷

史上的合法婚姻制度。從封建帝制

徹底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大講特講自

由變愛，這種解放自由的精神是共

產黨反傳統的延續。曾幾何時，流

行於解放區的自由戀愛在50年代被

法律形式規定起來。用當時的話來

說，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戀愛觀」。

「正確的」、「對的」等等都成為了人

生道德倫理中心不可少的定語和形

容詞。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道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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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簡言之：就

性醫學而言是不講

「廉恥」，在性娛樂方

面是「一絲不掛」。然

而，中國的性理論研

究，尤其是女性的研

究如對女性的性研

究，可以說仍是未開

墾的處女地。這也恰

恰應了歌德所說的，

理論是灰色的，只有

生活之樹常青。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0年6月號　總第五十九期



134 讀書：
評論與思考

言成了每個公民的道德規範，個人

的道德觀一定得與共產黨的道德觀

相一致，而這種對錯絕對分明。我

們或許可以這樣來表達：黨等於科

學，而科學總是對的，所以黨是對

的；反過來說，反黨等於反科學，

反科學等於不對的，所以反黨是不

對的。這種邏輯與中世紀天主教教

會證明上帝存在如出一轍，因為中

世紀天主教教會的推理是：上帝是

存在的，因為上帝的不存在是不可

想像的。50年代的中國，人們重新

生活在這樣的簡單邏輯錯誤之中：

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因為

不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是不可想

像的。

在這種邏輯混亂的時代，「性

觀念」也一定要與科學聯姻。因為一

切如果不科學的話，那就是錯的，

應該被揚棄。個體的私人生活也要

科學化，應當屬於公眾生活的一部

分。凡是從50年代和60年代過來的

人都不會忘記「科學的戀愛觀」這個

詞，它表明了一種現代的、理性

的、科學的兩性關係。可是，「現

代」、「理性」、「科學」這些詞並沒有

得到進一步解釋，便成為不可懷疑

的終極真理和不證自明的公理。「小

芹」和「小二黑」的婚事就是這種新觀

念和新法律的最好的、同時也是最

得人心的宣傳戲。

埃文斯認為50年代的性觀念包

含了兩個層面。首先，男女間的性

是由生理功能、生理活動以及生理

結構所組成的，也就是說，男女間

的性首先具有生物學意義。1956年

出版的《性的認識》以科學權威的口

吻把性定義為異性間的本能，人類

繁衍的必需。但是，更重要的是，

兩性間的性有V社會性的一面。個

體在共產主義大廈的建設中喪失了

主體性。換言之，個體存在的唯一

理由在於他是建立共產主義的一分

子，而分子總是不能大於總和的。

因此，人的性行為也必須受制於社

會的倫理和法規。

正是這種婚姻法規定了凡是陽

萎和精神病患者都不能結婚，每一

對「自由戀愛」的情侶都必須進行婚

前檢查。只有婚前檢查合格者，政

府才允許結婚。可見，「自由戀愛」

終究沒有戀愛和婚姻的自由。人的

生活中最個體化的行為已被國家機

構牢牢地套死了。

婦女的貞潔觀在50年代也大受

宣揚。「貞潔女」是全家的驕傲，

而不貞則有辱家庭名聲。在《烈女

傳》中，擁有外表美的女性被稱為

「禍水」。無獨有偶，在50年代末和

60年代，穿高跟鞋和燙捲髮的女性

會遭到社會輿論的冷眼和指責，被

視為社會的「禍水」。

人們在這些空泛而具有相當威

懾力的道德概念中過V一種緊張而

原始的性生活。在大多數人心目

中，性生活的唯一內容就是性交。

90年代初中國人的性行為調查報告

指出，在廣闊的農村e，大多數人

的性生活不過是兩分鐘內就完成的

事，而且往往是穿V衣服，只解開

小便時用的褲襠開口，完完全全成

了短而急的男性發泄性行為。這種

簡單快捷的性行為以男性為主導，

由男性性欲的要求為開始，以男性

性高潮的來臨為結束。有人調侃這

樣的性行為體現了「多、快、好、

省」建設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人們

懷V本能的興奮和激動去性交，而

個體存在的唯一理由

在於他是建立共產主

義的一分子，因此，

人的性行為也必須受

制於社會的倫理和法

規。正是這種婚姻法

規定了凡是陽萎和精

神病患者都不能結

婚，每一對「自由戀

愛」的情侶都必須進

行婚前檢查。可見，

「自由戀愛」終究沒有

戀愛的自由和婚姻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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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受V道德倫理的「超我」的干

預。於是，歷史上有了這樣一個奇

怪現象：1960年初雖然是中國人自

我禁錮的年代，但卻達到了歷史上

的生育高峰。

從50年代到90年代，性觀念與

當時的社會氛圍相適應，經歷了

50年代的性純潔、60年代的性貧乏、

70年代的性壓抑，進入到80年代的

性蘇醒和90年代的性興奮。

80年代人們對性的討論標誌V

中國人開始探討自我。然而，這種

探討又表現出一種既怕又愛、欲言

又止的心態。性成為中國人想拿，

但又怕觸電的東西。

乍一看，8 0年代的性話題與

50年代的相去甚遠，但細一琢磨，

兩者之間其實有V極其驚人的相似

之處。比如，50年代的書籍《青年Û

生手冊》和80年代的文章〈我如何制

止了手淫的壞習慣〉，都對自慰嗤之

以鼻。80年代人們生活在色彩斑爛

之中，自以為與50年代的人不能同

日而語。殊不知，兩個時代的人仍

舊在對性的認識上如履薄冰，步履

緩慢。埃文斯就以對自慰的態度為

例子，在我們面前淋漓盡緻地揭示

了50年代至80年代表象上的進步和

實質上的停滯。

女性的呼聲與歷史的回音

時代的進步是由女性地位的變

遷帶來的嗎？婦女地位的變遷是不

同時代的結果嗎？埃文斯的書在對

時代的分析和回顧中一步一步記錄

V婦女的進步。她的痛苦、呻吟、

解放、自由、微笑和掙扎鋪成了

一條漫長的歷史之路。在這條路

上，有的女性被遺忘、被出賣、被

吞噬了，有的則仍然堅定地走下

去。

可以肯定的是，《婚姻法》在理

論上解放了婦女。但這種解放了的

婦女仍生活在物質相對貧乏、社會

體制全新但仍以男性為主宰的社

會。所以，婦女的婚姻自由事實上

仍是受時代制約而難以徹底實現的

夢想。婚姻自由在保護婦女權益的

同時也制約了婦女的性行為。一夫

一妻制要求女性單方面支持和扶助

男性的性生活和興趣：一方面，她

要成為他的倫理道德上的指路人，

防止他的婚外性行為；另一方面，

她也要塑造一種新的道德形象來自

我束縛。比如說，女性不能把這種

自由婚姻理解為結婚與否完全是自

己的決定。如果女性真的以不結婚

為自己的生活方式，那麼她的左鄰

右舍、親朋好友，乃至工作中的上

級、同事都蜂湧而至百般游說，以

示關心。因為不結婚的女人是不正

常的。這種不正常包含了雙層意

思：或者生理有缺陷，或者精神變

態。

從封建社會的桎梏下解救出來

的中國女性，又進入一種情感的沙

漠之中。在這種解放的進步中，女

性的性欲和性行為被妖魔化和單一

化。女性不是自己性欲和性生活的

主宰，而是法律、國家的附屬物，

蜚短流長的對象。強加在婦女身上

的繁多定義和條規傷害了她的心理

和生理。封建社會通行男女授受不

親，而新時代的婦女要有新的無知

和愚昧。文革時期曾經流傳V這樣

一個笑話：一對夫妻久不生育，於

90年代初中國人的性

行為調查報告中指

出，農村中大多數人

的性生活不過是兩分

鐘內就完成的事，而

且往往是穿ô衣服，

只解開小便時用的褲

襠開口，完完全全成

了短而急的男性發泄

性行為。有人調侃這

樣的性行為體現了

「多、快、好、省」的

建設社會主義的價值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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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去看醫生。經婦科檢查，終於

發現女方仍是處女。原來結婚經

年，這對夫妻一直進行V尿道性

交。這一笑話有多層含義，一則

給人們多少傳達了一點生理知識，

二則反映了生育成為性交的終極目

的。

埃文斯以生動的筆觸和清晰的

思維把屬於我們的歷史勾勒在我們

眼前，而我們則用自己的生活和故

事去把這種歷史具體化，使之更豐

滿、生動。然而，在這一具體化或

者故事化的過程中，一種沉甸甸的

辛酸之情也不由泛出心頭，使人感

慨萬端。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個人

的感歎應當成為關注中國女性過去

和未來的鼓勵和動力。女性在新中

國能支撐半邊天的時候，她身上卻

同時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那就

是女性的自我與性的失落。

文革時期的樣板戲是共產黨對

中國人民的一次大洗腦。一切與性

相關聯的東西都變成了骯髒的、可

恥的，從而被指斥和漠視。哪怕是

批判封建社會壓迫女性的《白毛女》，

也改頭換面成為階級壓迫的宣傳

戲。黃世仁對喜兒的性迫害被淡化

和隱去，而並非實質的主僕矛盾則

被強化和突出。在所有的樣板戲

e，居然看不到一對夫妻出現。阿

慶嫂已婚有夫，但阿慶卻沒有戲。

李玉和威風凜凜，卻也不見他的女

人。根據《林海雪原》改編的《智取威

虎山》不見了那個對二○三首長鍾情

而又長得嫵媚的小白鴿——白茹。

《龍江頌》e的江水英是否是女人已

令人生疑。總之，革命讓性遠遠離

開，革命拒斥性的存在。正如阿Q

頭禿，從而忌諱他人言及燈、亮等

詞彙一樣，革命的人們也對性充滿了

刻意的冷漠和敵視。

埃文斯認為，在遠離城市喧囂

的山野e，紅Û兵小將的性生活則

是另外一番風景。「手抄本」成了處

於青年期的紅Û兵的性啟蒙作品，

而相對枯燥、單調的鄉村生活則為

紅Û兵小將提供了性回憶、性嚮往

的空間，相對鬆弛的政治環境又讓

紅Û兵小將有了實現性夢想的機

會。

文化大革命的喧鬧的基礎是沉

默和否認。婦女外表的非女性化以

及語言的變遷都是在不言不語中進

行。整個社會在婦女問題上、婚姻

問題上都沉默不語。男女平等代替

了男女差別。齊耳短髮和灰色衣褲

把女性的風姿銷蝕得無影無蹤。多

少包含一些政治色彩的「愛人」代替

了丈夫與妻子的稱謂。誰是女、誰

是男，變得很有些混沌不清。當

「敬愛的」江青同志終於讓我意識到

她是個女性時，我V實驚詫不已，

因為在電影、報紙中她與男性並無

分別。

80年代的五彩世界以市場經濟

為開導和基調。在這種氛圍下，性

不便再被短髮和長褲所掩飾，而成

為市場經濟中不可拒絕的興奮劑和

暢銷的商品。笑貧不笑娼不再只是

一種說法而已，更成為了這個時代

的標誌，女性於是成了商品經濟

中打上產品印記的角色。妓女走上

了街頭巷尾，買賣婚姻流行於窮

鄉僻壤。與50年代的性管制相比，

80年代後的性顯現出急不可耐的興

奮和狂熱。

文學作品中，挖掘性本能、性

愉悅成為時尚。地方小報起勁鼓勵

文革時期曾經流傳ô

這樣一個笑話：一對

夫妻久不生育，經婦

科檢查，終於發現女

方仍是處女。原來結

婚經年，這對夫妻一

直進行ô尿道性交。

這一笑話有多層含

義，一則給人們多少

傳達了一點生理知

識，二則反映了生育

成為性交的終極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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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尋找屬於自己的快樂和宣泄。

性調查報告成為非文藝作品中的暢

銷品。女性漸漸地在這種以男性為

性生活軸心的社會中關注自我，體

會性意識和性行為。雖然女性對性

快樂的追求還只是羞羞答答的，而

且也只有少數人敢於為此，但畢竟

加了一批具有勇氣和敢於搖旗吶喊

的隊伍。

當然，這時候有關性的態度和

理論仍不能超越以生物為基礎的理

論，仍不能構成一定的飛躍，從而

指導女性。

對埃文斯的批評之批評

埃文斯在書中分析了大量非文

藝作品的文章，既有官方的，也有

民間的。她闡述了1949年後短暫而

崎嶇的歷程，把中國人的問題與困

惑及其產生的根源介紹給世界，並

用西方性學的理論來分析這些現

象。由於她採用了許多原始材料，

從而使得她的闡述與論證顯得並非

空穴來風。當然，她的分析與判斷

並非無可指摘。一般而言，西方人

在看待中國的事情時，往往缺少把

客體放在中國五千年漫長歷史中去

審視的眼光，也缺少對中國整個複

雜、巨大、紛繁的風俗和價值體系

的基本了解，而且往往有意無意地

露出西方中心論的偏見，以西方的

價值觀作為參照系去考量中國的現

象。埃文斯似乎也難脫這種窠臼。

下面就從西方人常犯的三種通病考

察埃文斯的批評。

埃文斯所考察的中國人的性和

中國女性，其實只是截取了1949年

到1990年代這一期間，然而，這只

是中國悠久歷史中的一瞬。許多現

象如果孤立地看，似乎並不是一種

埃文斯顯然低估了

50年代《婚姻法》誕生

的意義。其實，在此

以前的中國歷史中，

「媒妁之言，父母之

命」幾乎佔據了統治

地位，而且，指腹為

婚以及三房四妾都極

為流行。所以，50年

代《婚姻法》從法律的

權威高度把婚姻自

主、一夫一妻固定下

來，是一件婦女解放

的劃時代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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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然而倘若把這些現象放到整

個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則

許多新現象都具有空前的意義。比

如，埃文斯顯然低估了50年代《婚姻

法》誕生的意義。其實，在此以前的

中國歷史中，「媒妁之言，父母之

命」幾乎佔據了統治地位，正因為如

此，卓文君、司馬相如私奔的故事

才在中國廣為流傳，備受欣賞。而

且，指腹為婚以及三房四妾都極為

流行。所以，50年代《婚姻法》從法

律的權威高度把婚姻自主、一夫一

妻固定下來，是一件婦女解放的劃

時代大事。又比如，貞操觀的建

立，共產黨並非始作俑者。追溯歷

史，其實貞操觀一直牢固地盤踞在

中國人的大腦及世俗生活之中。宋

明理學甚至把貞操觀發展到精微的

高度，由此也使那一時期成為中國

婦女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其次，埃文斯在分析中國人的

性及女性時顯得對中國整體價值、

風俗、文化體系缺乏了解，比如她

對60年代中國人自我禁錮與生育高

峰相伴生的現象感到迷惑就是很好

的說明。中國人自古就有多子多

福、養兒防老、四代同堂、傳宗接

代這些頑固的價值觀念，自我禁錮

並不能鏟除這種觀念。不要說共產

黨那時還推崇人多力量大，鼓勵人

民生育。即使是歷史上的災荒年

間、戰爭年代，中國的人口繁殖速

率也一直未曾減慢。這其實是農業

文明的一種特徵，而不是共產黨製

造出來的奇�。況且，生育與性的

頻度，性壓抑還是性歡悅也不具備

一種等比關係。兩性交媾中其實只

有極小部分與生育相關，而大部分

時間性只意味V性欲的實現和滿

足；孕育生命可以是在歡樂中進行

的，也可以是在痛苦中進行的。不

然的話，我們反而不能理解性開放

的西方何以不能刺激人口的急劇增

長，反見人口增長放慢。

第三，埃文斯在分析時儘管顯

得中肯客觀，並難能可貴地研究了

大量第一手資料，但她在應用這些

資料去看待事情時，其實是先把西

方性學的觀點以及西方性的價值體

系放在參照系的高度，然後去衡量

中國人的性。比如中國的《婚姻法》

e否定了精神病患者以及近親可以

結婚，這在埃文斯看來是自由戀

愛、婚姻自主不徹底的體現。當

然，在美國，同性戀也可以登記成

婚，至於誰想跟誰同居也純是個人

的事。但是，反過來，在中國施行

人工流產極為容易，而美國迄今還

在為人工流產的合法化爭論不休，

刀槍相見。異文化之間其實很難爭

出孰優孰劣，最為可行可取的態度

就是尊重彼此的差異。

當然，以一個西方學者的眼睛

來打量中國人的性及中國女人，肯

定不乏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效

果。埃文斯對中國女性在歷史禁錮

中作出的掙扎所給予的那種同情，

不覺流露於字e行間。她把中國婦

女放在世界婦女這個大群體中來考

察，作出了許多鞭辟入e的分析和

判斷，相信對中國的女性學將會是

一份不小的貢獻。

周煉紅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圖書館

學碩士，現任美國金賽性研究所圖

書館館長

埃文斯在分析時儘管

顯得中肯客觀，並難

能可貴地研究了大量

第一手資料，但她在

應用這些資料去看待

事情時，其實是先把

西方性學的觀點以及

西方性的價值體系放

在參照系的高度，然

後去衡量中國人的

性。


